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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重要概念 重要程度

一  臺灣原住民族　 分布範圍、外來政權與原住民族的關係 ■■■■□

二  移居臺灣的漢人 移民類型、在地化社會形成 ■■■■□

三  日治時期臺灣的族群遷徙 日人移入對臺灣的影響 ■□□□□

四  戰後移入臺灣的群體 戰後移民對臺灣的影響 ■□□□□

主題 一 臺灣原住民族

統治者的分類焦點 1  

清治時期 日治時期 中華民國時期

地理區位 歸順情況 文化特質 分布區域
1994

去除歧視字眼

1997
正名

北路諸番

南路諸番

熟番：納稅漢化高

化番：納稅漢化低

生番：不納稅未漢化

平埔族

高砂族

平埔族

平地山胞

山地山胞

原住民 原住民族

所屬族群：南島語族焦點 2 

一、東亞地區的語族分布 

中國 日本、韓國 臺灣

漢藏語族 阿爾泰語族 南島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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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發展

最新研究觀點 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向外擴散的起點

南島語族的分布

復活節島復活節島

三、史前時代的海外貿易

時間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 2,000年前）

代表

北部
十三行文化：製造鐵器，與中國及東南亞商業文化往來密切，屬凱達格蘭族與噶瑪

蘭族的祖型文化

中部 番仔園文化

南部 蔦松文化：遺址位於臺南永康，屬西拉雅族的祖型文化

東部 靜浦文化：遺址位於花蓮豐濱，屬阿美族的祖型文化

交易商品 南島玉路：原住民將臺灣的玉石流傳至東南亞，也從東南亞傳入琉璃珠、瑪瑙

南島語族最遠分布範圍曾為大考考題

秒懂便利貼

memo



社會與文化焦點 3  

一、文化特色與區域分布

特色
1. 屬泛靈信仰
2. 仰賴祭司主持祭儀

分布

牢記原住民各族的主要分布區域，

以做為判斷素養試題的依據

秒懂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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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與社會組織

氏族族長會議

（父系社會）
賽夏族、布農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鄒族、邵族

貴族政治

（雙系社會）
魯凱族、排灣族

領袖會議

（母系社會）
阿美族、撒奇萊雅族、卑南族、噶瑪蘭族

非常設的祭團

或漁團組織

（父系社會）

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達悟族

原住民族面對的挑戰與回應焦點 4  

17世紀以前
原住民是臺灣最早的住民，宗教觀深受地理環境、生活方式影響，透過口傳約定成俗

的祭儀、禁忌，實現趨吉避凶的目的

大航海時代

1. 荷蘭
 1 東印度公司牧師傳播基督新教，如甘治士
 2 西拉雅族多人改信基督教，並學習新港文字以閱讀《聖經》
2. 西班牙：道明會傳播天主教

清治時期

1.  原住民受漢文化影響：賽夏族祭拜土地公、三山國王；平埔族的阿立祖與土地公在
廟中並祀等

2.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漢人與原住民通婚

開港通商後

1. 基督宗教再度東來，透過醫療與教育進行傳教
 1 高雄、屏東→天主教道明會（建立全臺第一座天主教堂－屏東萬金天主堂）

 2 臺南→英國長老教會
 3 臺北→馬偕所屬的加拿大長老教會
2.  船難事件頻傳，迫使原住民與西方國家接觸，如羅妹號事件：同治年間，美國商船
在屏東觸礁，船員登陸遭生番殺害，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與福建官方交涉不成，

派美艦攻打原住民失敗，遂自行與原住民瑯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簽訂船難救助條

約（南岬之盟）

日治時期 臺灣總督府企圖消滅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如禁止獵首與巫師行醫

中華民國

傳教士透過醫療服務及物資援
助傳教：原住民集體信仰改宗

教會以各族語文翻譯《聖
經》：保存原住民的母語

原住民傳統文化與基督宗教並存



歷代政權的原住民政策焦點 5  

一、荷治時期

統治策略 影響

政治

武力討伐

麻荳社：1635年荷蘭利用村社間的糾紛，打
敗麻荳社

歸順部落迅速增加

大肚王：1645年敗於荷軍攻擊，後維持半獨
立狀態

參加地方會議，維持相當程度的獨

立

封建制度
建立關係：公司與村社間的主從、盟約關係 間接統治：分成北部、南部、淡水、

卑南四區地方會議：傳達政令、加強控制、締結關係

經濟 贌社制度

漢人剝削原住民，造成原漢對立，

以致漢人郭懷一起事時，荷蘭以原

制漢平定亂事

贌社制度的目的與影響包含政治、

經濟層面，有助於荷蘭人以極少人

力統治人數眾多的漢人與原住民

秒懂便利貼

社會 文教發展

教堂：傳教士與原住民傳統宗教領袖對立 教會成為穩定統治的工具

學校：以羅馬拼音教導西拉雅族人拼寫自己

的語言 
17、18世紀原住民與漢人簽訂開墾
契約、商業買賣，此即「新港文書」

二、鄭氏時期

政策 內容 影響

安撫政策 贈送頭目冠服、酒食 緩和原漢關係

屯田政策 軍需就地補給 擠壓原住民生存空間，大肚王遭鄭軍嚴重打擊

按丁輸納 透過社商代徵稅收 竹塹、苗栗一帶的原住民因勞役過重而反抗，遭到鎮壓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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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治時期

統治策略 影響

消極治臺

設官治理
土官、通事、社商 → 增設理番同知
                             乾隆

雍正年間，吏治腐敗導致大甲

西社事件，乾隆時增設官員治

理

劃界封山

1.  康熙年間：朱一貴事件後設立土牛界碑，防
止漢人入山為亂、避免與「生番」衝突

2. 乾隆年間：設立番屯，原住民在隘開墾防守
原住民土地流失，造成原漢衝

突及原住民漢化或遷徙

番產漢佃 朱一貴事件後開放漢人承墾原住民土地

社學漢化
土番社學 → 義學、私塾
               嘉慶

原住民漢化，甚至有參加科舉

考試的情形

積極治臺

沈葆楨
開山撫番：開闢通往後山道路、招募漢人開墾，

並在後山設廳治理，以阻止外人侵略臺灣生番地

衝擊原住民的生活領域與經

濟，引發多次抗清事件

臺灣的地名不少是從原住

民地名或社名音譯而來，

或與原漢衝突有關，可能

會出現在跨科考題中

秒懂便利貼丁日昌
1. 延續開山撫番
2. 留意原住民族教育

劉銘傳

1.  成立「撫墾總局」：以厚利鼓勵「生番」薙
髮改姓，並招募漢人拓墾生番地

2.  大力執行「開山撫番」：頻繁的軍事攻伐，
以取得山林經濟資源

※大肚王國的發展

組成 中部巴則海族、巴布拉族、洪雅族等

控制區域 臺中、彰化及南投部分地區

發展 1621年顏思齊海商集團及 1624年荷蘭入臺前即已存在，曾與荷蘭、鄭氏及清政權對抗

衰亡

1731年（雍正年間）爆發中部平埔族聯合抗官
的大甲西社事件，清政府採取以番制番政策，

利用岸裡社潘敦仔家族平亂，參與的中部平埔

族幾乎被滅村，產生「番童少雁行，番婦半寡

居」的現象，大肚王國勢力不再

岸裡社潘敦仔協助清軍平定大甲西社

事件，後又與漢人合作興建貓霧

圳，許多鹿場變為水田，加速平埔族

漢化

秒懂便利貼



四、日治時期

政策 時間 內容 結果

綏撫政策
1895∼
1901

1. 設立撫墾局，拉攏原住民，避免漢番合作
2. 實施樟腦專賣：招募漢人隘丁協助製作樟腦
3.  林野收歸國有：無法提出所有權證明者，土地收歸國有

1902年南庄事件：賽
夏族、泰雅族不滿土地

遭侵奪，起而對抗慘敗

山林探勘
1902∼
1909

1. 尋找原始森林
2.  隘勇線推進：採用地雷、通電鐵絲網，縮小原住民生
活空間，切斷原住民間的交流，使反抗的原住民難以

取得物資而投降

日本勢力成功橫貫中央

山脈，抵達花蓮

五年理蕃

計畫

1910∼
1914

1. 制定者：佐久間左馬太
2.  做法：開闢山路、收繳原住民的武裝槍械，武力討伐
太魯閣族原住民、全面清查山林並收歸國有

迫使全臺原住民族歸順

同化政策
1915∼
1930

1. 蕃地警察教化：設立派出所、衛生所、教育所等
2. 改變原住民的文化型態，鼓勵定居定耕
3. 原住民被迫集團移住，勞役繁重，遭警察壓迫

1930年霧社事件：賽
德克族莫那魯道利用公

學校運動會起事，最後

仍告失敗

澈底同化
1931∼
1945

1. 大規模集團移住：原住民被遷至平地，以種稻維生
2. 精神教化：促使原住民生活型態日本化
3. 皇民化運動：改日本姓、建神社、廢除部落傳統祭典
4. 1941年徵召高砂義勇隊至東南亞參與太平洋戰爭

日本於二戰戰敗，結束

對臺統治

五、中華民國在臺灣

階段 山地情形 政策內容與影響

1945∼ 1949 國民政府接收

1. 強制原住民族改用漢姓：導致原住民親屬關係混亂
2. 高山族改稱山地山胞
3. 成立三十個山地鄉：原漢分治
4. 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取代部落頭目與長老

1950年代

政府推動山地三

大運動

1. 定耕農業→ 
加速原住民放棄游耕與狩獵文化

2. 青苗造林→
3. 山地人民生活改進：原住民族死亡率降低

山地保留地限制

放寬

遷臺軍民安置於山地保留地，如中橫公路開通、退輔會設置農場，加

速漢人及貨幣經濟侵入，原住民土地大量流失

1960年代
山地開發與原住

民再遷徙

開放保留地給平地漢人使

用，原住民土地再度減少
　　

工業部門快速擴張，需要

大量勞動力

原住民被迫遷移至都市謀生，被稱為都市山胞，大多從事體力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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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
原權

運動

解嚴前
《高山青》雜誌：拉開原權運動的序幕

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結合基督教會與黨外力量

解嚴後

1. 正名運動：提出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
2. 保障土地權、設立專責機構和原住民自治

部落主義運動：重建部落社會，恢復原住民族社會系統與文化

公民篇

1.  了解原住民族人權的保障與立法，如《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原住
民族基本法》、《姓名條例》

2.  了解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原則及臺灣政府維護少數族群權益的政治主張，如保障少數群體在國會
的席次、教育優先區等概念

秒懂便利貼

主題 二 移居臺灣的漢人

漢人移民臺灣焦點 1  

時代
移民 
類型

發展

大航海時代 經濟型

漁民 中國閩粵地區人民在特定季節至臺灣西南部撈捕烏魚

海商

1.  1621年顏思齊、鄭芝龍由日本轉進臺灣笨港（今雲林北港與
嘉義新港一帶），招募漳、泉百姓來臺拓墾

2. 1628年鄭芝龍受明朝招撫，將活動重心移回中國沿海

荷蘭勢力

1.1624年據有大員，建熱蘭遮城，1642年後幾乎統治全臺
2.

 

提供資金、耕牛等條件，招募漢人來臺佃耕水稻
及製糖

招募

管理
荷蘭對漢人嚴密管理，並課以重稅

鎮壓
1652年郭懷一率眾反抗，荷蘭動員原住民鎮壓
平定，事後建普羅民遮城加強對漢人的管理

熱蘭遮城 普羅民遮城

1624年建 1653年建

作為行政、

軍事中心

加強對漢人

管理

秒懂便利貼



鄭氏治臺 政治型

鄭芝龍降清 明朝滅亡，鄭成功決心反清復明

轉進臺灣 鄭成功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北伐南京失敗後，決定轉往臺灣

來臺移民

1. 軍隊移民：多來自福建漳、泉兩府
2. 中國沿海流民：因清政府實行海禁、遷界政策，故遷居臺灣
*鄭氏降清後，清政府將多數移民遷回中國，造成人去業荒

拓墾區域
1. 鄭成功實行軍屯政策，以安頓移民，促進農業發展
2. 以臺南為中心，向北、向南點狀擴張

漢人社會 移民引進中國的政治、文教制度與儒家思想

清治時期 經濟型

渡臺禁令 
施行

1. 時間：1684∼ 1875（康熙 23∼光緒元） 
2. 目的：為防臺而治臺，防範敵對勢力占領臺灣
3. 內容：渡臺須取得許可證、不可攜眷來臺、不許粵人來臺
4.  移民：中國閩粵地區（來臺人數：泉州福佬＞漳州福佬＞客家
人）

5.  影響：偷渡之風盛行（放生、餌魚、種芋）、羅漢腳甚多、性
別比例失衡等

廢除渡臺 
禁令

1. 時間：1875
2. 目的：破除番地無主論，積極治臺
3.  施政：清廷在沈葆楨建議下開放漢人渡臺，並鼓勵開墾恆春及
東部地區；丁日昌招募漢人來臺，加速漢人在後山的墾殖

4.  影響：臺灣耕地取得不易，加上中國沿海居民熱衷移民南洋，
響應政策者有限

施琅死後，清廷廢除渡臺禁令中的「禁止粵人來臺」；林爽

文事件後，清廷又逐步開放攜眷來臺；沈葆楨因日軍侵臺而

被派至臺灣時，渡臺禁令只剩「渡臺須取得許可證」一項

秒懂便利貼

族群互動：福客關係焦點 2  

康雍年間 乾嘉年間 嘉道咸光年間

關係 混居、合作 衝突、械鬥頻繁 分居、合作

實例
以福佬人為主的地區有客家人

奉祀的三山國王廟

人數較少的客家人遷徙至近山

地帶，如原居海線的客家人移

居臺中東勢等地

1.  宜蘭：吳沙招募福、客移民
入墾

2.  新竹北埔：福、客移民合組
金廣福墾號入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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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墾社會到在地化社會焦點 3

移墾社會 在地化社會

時間 開港通商前 開港通商後

人口結構
1. 人口增加以移入為主，屬社會增加
2. 男多女少、壯多於老幼

1. 移民減少，屬自然增加
2. 男女老幼自然分布

祭祀組織
唐山祖（地緣組織）：以祭祀原鄉較

顯赫同姓祖先為核心

開臺祖、開基祖（血緣宗族）：以祭祀來臺第一代

祖先為中心，後代子孫將部分祖產移作祭祀公業

分類械鬥
祖籍別械鬥：閩粵、漳泉械鬥

→祖籍意識濃厚

1. 姓氏別：宜蘭「陳林李，結生死」
2. 職業別
 1 樂團：宜蘭西皮與福祿
 2 郊商：頂下郊拚

時間 1853∼ 1859

地點 艋舺

對立
三邑的頂郊與同安的下郊對抗，下郊

敗逃至大稻埕

影響 開港通商後，大稻埕成為商業重鎮

  →在地認同增加，祖籍意識轉淡

地方領導

地主、豪強、郊商 仕紳階級、買辦

1.  地主、經商、鄉勇：板橋林家
2.  以豪強為地方領導：霧峰林家

1.  仕紳：新竹開臺進士鄭用錫、板橋林家（開港後
捐官成為仕紳階級）、霧峰林家（開港後助平太

平軍、戴潮春事件之軍功而成為仕紳階級）

2.  買辦：李春生（臺茶之父）
  　　　陳福謙、陳中和（高雄）

社會風氣 民性強悍、開疆拓土、文治落後 和諧共處、安定繁榮

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崛起的途

徑不同，也並非同一家族

秒懂便利貼



主題 三 日治時期臺灣的族群遷徙

漢人的移動焦點 1  

臺 

灣

日本

東南亞

中  國

日人移入臺灣及移民政策焦點 2  

時間 背景 區域 特色 成果

1910年代

私營移民事業因缺乏

經驗與資金而宣告失

敗，總督府開始設置

專管移民事務的單位

東臺灣

1. 棋盤式設計，居住、生產合一
2.  吉野村（今花蓮吉安）：第一
座官營移民村，擁有水圳、學

校、神社、醫療所

收成不佳、移民

未能適應臺灣氣

候風土等因素，

宣告失敗

1930年代
總督府推行南進政

策，配合西部河川整

治工程的完成

臺灣西部濁

水溪、虎尾

溪、高屏溪

流域

移民村多以種植菸草為主，如高

雄美濃仍保有移民村的空間景觀

戰後，移民村的

日人陸續被遣回

日本，其土地被

臺人接管或收歸

公有

地理篇

臺灣地名有不同的文化意

涵，與日治時期有關的地

名容易成為跨科考題

秒懂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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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四 戰後移入臺灣的群體

政府遷臺後的軍政移民焦點 1  

1950.5
14

1953.5
3

1953~1954
6,000

1961
4,000

     1950.4
7

1955.2
2.8

撤軍原因：集中兵力

保衛臺灣

大陳島、東南

亞的國軍由美

軍協助撤退

1.  孤軍：國共內戰期間，撤退至中國、泰國、
緬甸交界處的國軍

2.  相關文學：柏楊《異域》描述孤軍的處境
3.  撤退來臺：1961年緬甸向聯合國施壓，迫
使孤軍再撤至今新北市中和、永和等地

軍政移民來臺的影響 焦點 2  

臺灣四大族群確立 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族、外省人

各省生活習慣帶入
1. 食：豆漿、燒餅、油條、餃子、饅頭及家鄉菜
2. 衣：旗袍、長袍馬褂、中山裝

中華文化在臺延續 故宮文物運至臺灣，知識界領袖引進中國學術與藝術

眷村文化在臺建立 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

有助經濟建設發展

1. 經建專家填補日本技術人員離開的空缺：孫運璿等
2. 移民至中部與東部開墾：中橫公路、武陵農場、臺東關山池上等
3. 十大建設興建：中山高速公路、北迴鐵路等

1980 年代後的全球性移民焦點 3 

婚姻移民

經濟弱勢而較難尋覓婚姻對象的男性，選

擇到東南亞尋找婚配對象，產生「新臺灣

之子」，以越南籍配偶最多

國際移工
臺灣教育程度持續升高，年輕人不喜投入勞動市場，勞力逐漸短缺，促使政府引進國際移

工，以東南亞為主

公民篇

文化交流的議題，有涵化與雜異化的不同，

從這個角度探討臺灣當代文化，可能成為

跨科的考題

秒懂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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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1867年 10月李仙得與卓杞篤初次會面的情形：
我（李仙得）發現卓杞篤被若干頭目及約 200名（男女）的野蠻人圍繞。我們不

拘禮地坐在地上，坐在這群人的中心⋯⋯大家都知道這之前我未能與他們會面的原因，

所以我沒說什麼開場白，就直接質問，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謀害我國人民。卓杞篤趕

緊回答，很久以前，白種人幾乎滅絕了整個龜仔角社的人，僅有 3人倖免。他們存活
下來交代後世子孫勢必復仇。⋯⋯我批評說，如此做法，必定有許多無辜的受害者被

殘殺，他說：「我明白，也很反對這種作為，因此設法跟你會面，來表達我的遺憾。」

我於是問他將來打算怎麼處理。⋯⋯

在那頭目（卓杞篤）的要求下，我們決定用一面紅旗作為信號。船隻應透過這面

旗讓他或他的番社知道，有一隊懷抱友善目的的人想登陸。⋯⋯我接著大膽提出建堡

的問題。希望能建立在海灣中央⋯⋯然卓杞篤以那會給部落帶來惡運為由拒絕了。他

說：「每個人都各有其位。你若把漢人放在我們當中，其奸詐背信的行為會引起我們

人民憤起反抗。還是將堡壘建在混血種之間吧。他們不會反對的，這也會讓我們滿

意。」

【資料出處：節錄自李仙得著；費德廉、羅效德譯，《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 9月，頁 273。（關於
羅妹號事件之詳細歷史紀錄，可參閱該書）】

 1. 這是一場會面談判，雙方劍拔駑張地言辭相對表明立場。請問為什麼會有
此次的會面？

A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船艦遭臺灣守軍擊沉，原住民處決英軍俘虜

B羅妹號事件中，美國船員遇船難上岸，遭到原住民殺害

C牡丹社事件中，琉球漁民遇船難上岸，遭到原住民殺害

D大甲西社事件中，清朝官員與漢人遭到原住民的報復殺害 

 2. 從史料的閱讀可以得出哪一結論？
A此時清政府積極開山撫番，造成外國人進入內山與原住民發生衝突

B臺灣開港通商後，大批漢人移往臺灣，侵占原住民的生存空間

C史料中提到的混血種，顯示此時可能有原漢通婚的情形

D史料中提到建堡，清政府因此派沈葆楨到此增設恆春縣 

3. 此次的會面，李仙得和卓杞篤是否分別代表雙方政府？會議中是否討論出解決問題
的方法？請引用史料的文句為證（非選擇題，80字內） 

答

是否代表雙方政府？ □是 □否

是否討論出解決方法？

證據？

□是 □否

好



好

  選擇題
 1. 「無族姓，無祖先祭祀。父母而外，無伯叔甥舅之稱，無曆法，亦不知年齡、社會
組織是家族單一制。酋長為世襲，土地均分於村民。沒有文字，更沒有書，只有傳

說代代相傳，以靈魂為不滅，人死即在高地建立小屋，在其入口飾以綠樹及旗，屋

中央靜置清水一盤及杯子一只，此為從一切汙穢清淨靈魂之意。又有女巫專為祈禱

及供奉犧牲，退散惡魔。」上述文字可能是描述哪一族群的社會與信仰？

A阿美族　 
B西拉雅族　 
C卑南族　 
D泰雅族 

 2. 有關臺灣原住民族間的互動，以及各時期統治者對他們的分類與稱呼，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原住民族的祖先早於漢人定居臺灣，各族有共同的語言相互溝通

B清治時期，依據分布區域將原住民族分為生番、熟番與化番

C日治時期，依據文化特質將原住民族分為高砂族和平埔族

D中華民國時期，依據人類學將原住民族細分為泰雅族、賽夏族等族群

 3. 比較臺灣從移墾社會轉型為在地化社會的變化，下列表格敘述何者正確？

移墾社會 在地化社會

A人口結構 自然增加 社會增加

B人口問題 游民銳減 游民多

C社會領導 地主豪強、郊商 買辦、仕紳

D宗族組織 開臺祖 唐山祖

 4. 有一本 2008年出版的書，內容摘錄如下：「就在那一個剎那，我們激動的望著對方，
半個世紀的分離，恍如隔世，故鄉山河依舊，人事已非，往事歷歷在目，年少時相

戀的妻子，竟露出陌生的表情，總算踏上歸鄉之路，但是為何這條路是這樣的遙遠

與苦澀啊？」請問引文的情景與下列何者有關？

A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割讓臺灣，造成中日國籍差異

B八年對日抗戰造成人民妻離子散，天人永隔

C戰後隨政府撤退來臺的軍民，與在中國大陸的親人分隔兩岸

D移工為了賺取較高薪資，遠渡重洋到臺灣工作 

  1  

1



好

 5.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人口或族群移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總督府限制中國人民來臺居住

B漢人的海外遷徙主要是前往朝鮮進行產業投資

C來臺的官營移民在政府安排下前往臺北居住

D西部地區的客家人遭到原住民族的壓迫，而遷移至花、東地區

 6. 臺灣在某個時期曾出現過以下諺語：「一錢，二緣，三水，四少年，五好嘴，六敢跪，
七纏，八迷，九強，十敢死。」請問這段諺語與當時的何種現象有關？

A商業貿易的興盛 B族群對立的關鍵 C劃界封山的實施 D渡臺禁令的影響

 7. 1650年代的臺灣曾有以下現象：「中國人經常抱怨士兵們在晚上檢查人頭稅據，這
確實給他們帶來不小的麻煩，他們不得不在夜晚的任何時候為士兵們打開家門，讓

這些貪婪之徒進去，使其有機會進行詐欺與搶奪。」根據資料判斷，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這些士兵、貪婪之徒指的是西班牙官兵

B這些中國人曾起來反抗，以郭懷一事件最具規模

C這份資料應是出自陳第的《東番記》

D此份資料顯示清朝消極治臺的政策與態度 

 8. 唐景崧擔任臺灣巡撫期間，曾題一聯稱許某人：「由秀才封王，柱撐半壁江山，為
天下讀書人頓生顏色；驅外夷出境，開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

根據此聯文句判斷，唐景崧稱許的歷史人物及目的為何？

A稱許沈有容將荷蘭人從澎湖驅逐，鼓舞臺人忠君抗外

B稱許顏思齊大規模招募漢人墾殖臺灣，鼓舞臺人戮力生產

C稱許沈葆楨築砲臺驅逐日人勢力，鼓舞臺人報效朝廷

D稱許鄭成功來臺驅逐荷蘭勢力，鼓舞臺人忠君抗外

 9. 附圖是清治前期臺灣人口統計表，請問乾隆
到嘉慶年間人口劇烈變化的原因為何？ 

A逐步開放漢人搬眷及攜眷來臺

B清政府嚴格實施海禁及遷界令

C清治臺灣在地化社會型態的確立

D開港通商後臺灣貨物出口激增 
 

23 20 50 20

2,500,000

2,000,000

1,000,000

1,500,000

5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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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奇在做期末報告時，蒐集到兩則史料： 
資料一： 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居民受紅毛欺凌，每欲反抗，若臨之以天威，

如猛虎之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材，足以餉兵。進退戰守，無

逾此者。

資料二： 執事率數百之眾，困守城中，如何能抵抗我軍？⋯⋯天下人大多不願死於
非命，本人也數次勸告執事，要為貴國人民的性命著想，⋯⋯這次我再命

使者前往致意，希望執事能深思熟慮。執事若知不敵，獻城投降，則本人

當待之以誠。我軍入城之時，本人必嚴飭將士，秋毫無犯，聽任貴國人民

離去，若欲留在本島，本人也將其視為華人而保護之。

依據兩則資料判斷，阿奇期末報告的主題為何？

A荷蘭與西班牙在臺大戰

B鄭成功攻臺始末

C鄭芝龍與荷蘭的金門料羅灣戰役

D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始末 

11. 《理蕃之友》雜誌刊登一篇〈談國語推行〉的文章，內容寫道：「回想起來，本社
蕃人在昭和 5年 10月 27日發動事件，使我們感到非常抱歉。可是昭和 6年 5月 6
日搬到本地川中島，接受官方保護，如今已經滿兩年了。本社蕃人對錯誤的行為大

感後悔，只有一心一意對官方的保護覺得感謝和快樂。」閱讀此段文字後，請判斷

下列哪一項敘述為真？

A昭和 5年發動的事件，主要是反抗總督府的五年理蕃計畫
B此文撰寫者為接受日本同化政策的賽德克族人

C事件發生時，總督府施政已經進入皇民化時期

D事件結束後，總督府設置土牛線，避免抗日事件再發生

12. 玲玲到車城福安宮旅遊，看到廟門左側牆上鑲嵌著「劉提督碑」，碑文寫道：「⋯⋯
小醜服，威武揚。增弁兵，設汎塘，嚴斥堠，衛民商；柔遠國，便梯航。⋯⋯」據

說此碑建於同治年間，是總兵劉明燈成功協調外國人與瑯嶠十八番社的原住民訂立

南岬之盟後所留。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碑文中的「柔遠國」指的是英國

B南岬之盟起因於日本船員遭生番殺害

C劉提督碑的建立象徵清廷積極治臺之始

D此次協調使外國人質疑清廷治臺主權的有效性



好

13. 《臺灣府志》：「土官有正有副，大社至五、六人，小社亦三、四人，隨其支派，
各分公廨；有事或集於廨以聽議，小者皆宿外供役。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冊，

凡出入之數，皆經其手。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左而右，非直行也。」請問文中

所提及之原住民，最有可能是哪一族？ 
A噶瑪蘭族　 B道卡斯族　 C西拉雅族　 D凱達格蘭族

14. 博物館正在籌備樹皮衣藝術的主題展覽，製作技藝相似的各地區作品將被規劃放在
同一展區。請問阿美族所製的樹皮衣，會與下列哪一地區的作品放在同一區？

A夏威夷　 B越南　 C中國　 D巴拿馬

15. 羅娜部落位於阿里山山脈中段，早期地名為Niafeosi（鄒語），意為放置獵具的地方。
後來受到臺灣總督府「臺灣高砂族集體移住十年計畫」的影響，現今的羅娜村民以

布農族為主。請問總督府推行此政策的原因為何？

A霧社事件的刺激，修正過去的理蕃政策　

B太平洋戰爭爆發，組成高砂義勇隊協助參戰

C綏撫政策實施，避免原住民夥同漢人叛亂

D五年理蕃計畫執行，欲以武力討伐原住民 

16. 順哥隨家人到彰化八卦山遊覽，聽祖父說清政府曾在今八卦山大佛位置建了一座鎮
番亭，以紀念當時平定的最大一場原住民抗清事件。請問鎮番亭的建立與下列何者

有關？

A麻荳社事件　 B大甲西社事件　 C郭懷一事件　 D霧社事件

17. 美國歌手 Lady Gaga常以挑戰傳統及表現前衛風格的視覺形象聞名，而臺灣原住民
族中有個部族認為，「gaga」是一種社會規範，是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的戒律，也是
最具有約束力與公權力的團體。請問這個部族應是下列何者？

A阿美族　 B賽夏族　 C泰雅族　 D布農族

18. 1966年，當時的總統夫人蔣宋美齡踏上國境邊陲時，見到身穿丁字褲的達悟族人，
立即要求募集衣物給達悟族人穿上，其中不乏有西裝等衣物。請問這是響應當時政

府的哪項政策？

A定耕農業　  B山地人民生活改進 

C集團移住　  D部落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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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位清朝官員向朝廷上奏：「內地人民向來不准偷越。雖文法稍弛，而開禁未有明文。
地方官思設法招徠，每恐與例不合。今欲開山，不先招墾，則路雖通而仍塞；欲招墾，

不先開禁，則民裹足而不前。」請問這位官員上奏的背景為何？

A牡丹社事件的影響，外國人覬覦臺灣

B無家無業的單身男子滋事，社會秩序不佳

C閩、粵兩地山多田少，可耕地不足

D社會上男多女少，性別比例失衡 

20. 附圖是 2011年繪製的主題地圖，請依據色塊分布位置判斷，地圖所
呈現的概念為何？ 
A客家人口分布圖　 B泰雅族人口分布圖

C眷村分布圖　  D國際移工居住區

21. 某清朝官員上奏內容：「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
之傾側無賴遊手群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繫累，欲其無不逞也難矣。

婦女渡臺之禁既嚴，又不能驅之使去，可為隱憂。鄙意以為宜移文內

地，凡民人欲赴臺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臺民有家屬在

內地，願搬取渡臺完聚者，許具呈給照赴內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難⋯⋯則數年

之內，皆立室家，可消亂萌。」請問此官員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

A解除海禁政策　  B開放攜眷來臺

C開放漢人渡臺　  D實施開山撫番 

22. 昌哥拿著旅遊書到臺南赤崁樓參觀時，看到附圖的
建築遺蹟，書上說這是某時期一場民亂後，官方為

了預防亂事再度發生所興建。有關此民亂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A此民亂發生於 16世紀末
B圖片為熱蘭遮城的建築遺蹟

C當時領導起事的地方領袖為郭懷一

D建造該建築的統治者為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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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 題為題組題

◎某飯店在暑假推出「特色美食節」的活動，多位主廚設計出的菜單如下：

品項 價格（NT） 品項 價格（NT）

竹筒飯 100 梅干扣肉 200

北部粽 150 泰式酸辣海鮮麵 180

啤酒 120 雲南粑肉米線 150

石板烤肉 480 虱目魚粥 180

炒米粉 150 茄汁海鮮義大利麵 350

小米酒 130 雲南破酥包子 220

23. 阿城與家人到飯店用餐，因父親當年自泰緬撤退來臺，所以他將菜單上的泰緬相關
餐點都點上一份。結帳時他最少該有多少錢才夠？

A 500元　 B 600元　 C 700元　 D 800元

24. 有關阿城父親的軍隊從泰緬撤退來臺的主要原因，下列何者正確？
A二戰的戰俘不願被聯軍遣返至中國大陸

B 中華民國政府欲集中兵力保臺
C 法國居中協調將軍隊轉運回臺
D 迫於緬甸政府要求撤出的壓力

25、26 題為題組題

◎以下為 17世紀的兩段史料：
　資料一： 「在荷蘭，得到這些教育相當平常。這種教育必須毫無間斷地實施八、九年才能成

功。⋯⋯要將野生的樹叢移到上帝的花園中，他們必須被修剪、砍枝，把彎曲的枝

幹弄直，同時不再讓這些彎曲的枝枒長出。」

　資料二： 「他們沒有成文經典，也從未公然宣稱自己的信仰。他們的意志可以真正被影響，
他們的心也可以用信仰來改變。在我工作的十六個月中，已有一百二十餘人選擇服

從基督。」

　請問：

25. 兩段資料中的「他們」指的是誰？
A西班牙人　 B漢人　 C原住民族　 D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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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根據你理解的歷史知識判斷，兩段資料呈現什麼共同理念？
A西方國家來到東方的主要目的是傳教

B宗教信仰是能有效統治管理的助力

C開發山林資源實為宗教教化的動力

D宗教改革後天主教信仰的積極推展

27、28 題為題組題

◎附表為 2010∼ 2011年臺灣四大族群的人口比例：

族群 甲 乙 丙 丁

百分比 1.8 67.5 17.1 13.6

　請問：

27. 乙應是臺灣的哪一族群？
A福佬人　 B客家人　 C原住民族　 D外省人

28. 哪一族群與其他三者語系不同？
A甲　 B乙　 C丙　 D丁

  非選題
資料一： 乾隆 2年，巡臺御史白起圖等奏准：「漢人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

即行離異。漢民照民苗結親例，仗一百離異；土官、通事照民苗結親媒人減一等例，

各仗九十；地方官照失察苗民結親例，降一級調用。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即行

安置為民，不許往來番社。」

資料二： 根據林媽利〈非原住民臺灣人的基因結構〉研究，現今臺灣雖然只有 1.5%血統純正的
原住民，但其實有 85%的福佬人、客家人具有原住民血統。

請問：

1. 兩段資料討論的主題是什麼？（10字內） 

答

2. 由資料一轉變到資料二，與哪一位官員制定的政策有關？（5字內）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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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題為題組

◎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開發山林資源，拓殖其經濟利益，初期認為山林中的「蕃人」是阻
礙開發的「凶惡之徒」，不但不承認其傳統權益，甚至用武力征伐；後期又進行大規模「集

團移住」計畫，迫使各原住民部落離開其傳統生活空間，遷移到山腳地帶。部落間原有的往

來因此被切斷，重新配置的部落也無法和其他部落建立合作關係，以致內部社會關係瓦解，

達到總督府期待的可使原住民「舊來勢力關係中斷」。以立霧溪流域的太魯閣族群來說，集

團移住的結果，不僅部落被撤離原居住地，且多數部落遭到分割，還有許多部落被嵌入布農

族的傳統領域，造成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及布農族混居的情況。請問：

 1. 當今哪項原住民族議題，和臺灣總督府推動的原住民族集團移住計畫關係最密切？
A傳統領域的劃設 B傳統姓名的回復 C正名運動的展開 D族語復振的推展

2. 總督府推行集團移住期待「可使原住民『舊來勢力關係中斷』」，就此來看，總督府推行集
團移住的主要目的為何？請在答題卷表格中勾選一項，並說明判斷的理由。（50字內）

集團移住的主要目的（勾選一項） 判斷理由（50字內）

□切斷各部落過去的恩怨

□以強制移民增加勞動力

□削減反抗總督府的力量

□灌輸皇民思想以利徵召

3. 請在答題卷作答區繪出一組「連接線」與「箭
頭」來代表從移出地地點遷移到移入地地點，

以作為文中說明「集團移住造成賽德克族、太

魯閣族與布農族混居情況」的輔助地圖。 
 111學測

4、5、6題為題組

◎ 臺灣地名來源多元，有原住民使用的地名，也
有西班牙、荷蘭時期的命名，政權更替時也可

能出現新地名，例如打狗變成高雄。1946年，
政府在嘉義山區新設吳鳳鄉，以紀念十八世紀

清朝通事吳鳳。有關吳鳳的故事，說法不一。最早，吳鳳是清朝負責傳達官命、收繳稅餉和

分配差役的通事；日本治臺後，總督府為加強山地部落的管理，另立官職取代通事，並將吳

鳳塑造成「捨身取義」、感化原住民的角色；戰後，政府承襲這種「吳鳳神話」，以其名設鄉。

1980年代，在原住民族抗議及社會反省與討論後，將吳鳳鄉正名為阿里山鄉。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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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表為臺灣地名起源相關指向的案例，請在答題卷完成該表。

 

 5. 總督府在山地部落另立官職取代通事，此官職具體身分是？
A社商 B警察 C買辦 D通譯

6. 學者認為總督府把吳鳳塑造成「捨身取義」的形象，有政治和經濟目的，其目的應為何？  
 110試辦考試  

 7. 下列是臺灣的四個地名：z臺北市「萬華」；x花蓮縣「光復」；c高雄市「左營」；
v宜蘭縣「五結」。地名有時也帶有時代的特徵，上述引號之地名在歷史上出現的

先後順序是？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丙丁甲乙 D丁甲丙乙 110學測

 8. 研究指出：臺灣客籍居民主要從閩粵內陸的丘陵、盆地和河谷平原區移來，分布於
北部和南部的丘陵、台地或近山平原地帶，空間分布有向內陸集中的趨勢。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自 2002年起，每年 4、5月間在部分客籍居民分布區辦理「客家桐花祭」
活動，由「中央籌劃、企業加盟、地方執行、社區營造」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達

到一定的政策成效，不僅為客庄地區帶來經濟效益，也強化客家族群的在地認同。

依上文判斷，清代臺灣客籍居民空間分布有向內陸集中的趨勢，和下列何者的關係

最密切？ 110學測

A原鄉生活方式 B分類械鬥結果 C水圳設施分布 D保甲制度影響

 9. 萬丹聚落形成於明末，曾在清代民變中扮演重要角色，朱一貴事件時，粵籍義民即
在「萬丹社」的上帝廟誓師起義。「社」在清代一般是指「熟番」村落，但並非自

古如此。例如，鄭氏時期，主政者推行屯田，就曾用「社」作為屯墾村落之名；當

時的軍備圖則分別以「番社」和「民社」來標示「番」、「漢」聚落。在清朝治臺

初期的地圖中，即有「後勁社」、「左營社」等和「熟番」無關的村落名，「萬丹社」

也是如此。我們一般認為「社」是指「熟番」村落，但萬丹「社」的出現，顯然提

供了另一種看法。就題文來看，丹社的例子最適合從下列哪一歷史脈絡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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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粵民開發與熟番地權的關係　B義民形象被塑造的演變過程　

C鄭氏在當地開發的歷史痕跡　D民間信仰與地名命名之關聯 109學測

10. 1661年鄭成功攻打臺灣，有記載提到：當時，有的原住民族歡迎鄭成功，甚至追隨
漢人對荷蘭人作戰；但也有的與荷蘭人合作，攻擊鄭成功軍隊。我們如何理解此一

情形？　

A此敘述出自漢人，與實際的情況顯然有出入　

B各部落原住民族之意見紛歧，立場未必一致　

C鄭成功以民族大義號召，原住民族紛紛響應　

D原住民族利用雙方衝突之際，恢復大肚王國 109指考

 11. 附圖是臺灣歷史上某個歷史發展的示意圖，根據圖中訊息，這個歷
史發展最可能是：

A清代的開山撫番　 B平埔族的大遷徙　

C臺民的抗日路線　 D樟腦產業的拓展 
 108指考

12. 「在清朝，『熟番』的定義是『歸附納餉』，餉是丁餉，也就是人
頭稅；還要負擔很多公差。『熟番』的收入有限，丁餉、公差往往難以負荷，為了

紓解困境，往往就把草埔、鹿場賣給漢人。」這段文字主要在說明：　

A清廷對臺灣「熟番」的定義　 B清廷對「熟番」的治理政策　

C「熟番」差役及稅賦的變遷　 D「熟番」土地權流失的原因 104指考

13、14 題為題組題

◎ 史料記載：某年 1月 11日，駐守臺灣的長官率領 353人分乘 3艘戎克船從位於臺灣南部的政
治中心出征。船隻沿海岸向南航行時，兩艘船隻觸礁，損失一些食物。軍隊乃在島嶼西岸下

船整補，從陸路越過山脈到島嶼東岸。在東岸某村社整補兩天後，沿海岸線北上，攻擊山區

另一村社，達成出征目的後才撤軍，並再度越過山脈返回島嶼西岸。軍隊在海邊某村社露宿

時，曾受當地社民以米飯、豬肉和雞肉款待。請問：

13. 根據題文資訊及歷史知識推論，該史料最可能描述的是：　
A荷人至東臺灣探金與原住民引發衝突　B明鄭時期屯墾時和大肚王國發生衝突　

C清福建水師提督到東部追擊海盜蔡牽　D日本警察與阿美族衝突的七腳川事件

14. 從史料內容可看出當時「村社」社會的哪一特徵？　
A某些村社應已經發展出稻作農業　B部分村社間已建立軍事同盟組織　

C不同村社間已有穩定的貿易關係　D村社的土地制度屬於部落共有制 108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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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原住民面對的挑戰與回應：羅妹號事件
  美國羅妹號船員遇船難在屏東登陸上岸後，遭

到原住民殺害，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因此來

臺善後處理

2.  C
  原住民面對的挑戰與回應：羅妹號事件
  A1874年日軍侵臺後，清政府才積極治臺　

B1874年日軍侵臺後，清政府才鼓勵漢人移
居東部　D1874年日軍侵臺後，沈葆楨決定
增設恆春縣

3.  
是否代表雙

方政府？
□是 □否

是否討論出

解決方法？

證據？

□是 □否

決定用一面紅旗作為信號：船

隻應透過這面旗讓他或他的番

社知道，有一隊懷抱友善目的

的人想登陸

  原住民面對的挑戰與回應：羅妹號事件
  羅妹號事件發生後，清廷以「生番地不歸官方

管轄」回應美方，美國遂派軍艦攻擊原住民部

落，但無功而返。清廷恐事端擴大，故讓臺灣

總兵劉明燈率 500名士兵討番，卻仍受阻於斯
卡羅王國的抵禦。李仙得見清廷亦不得要領，

在琅嶠與斯卡羅王國總頭目卓杞篤直接交涉，

雙方達成口頭協議，同意歸還羅妹號船長夫婦

的首級及所劫物品，並允諾將來海事受難者皆

以「紅旗」為信號求援，表示對臺灣頭目的友

好，也希望不再殺害船難者，是為南岬之盟

 
 （完全給分）A、B、C三個概念皆有提及：
A「否」；B 「是」；C「決定用一面紅旗作為
信號」

 （部分給分）僅提及 A、B 、C其中一項，可
得 1/3題分

 （不給分）未提及相關概念或未作答

 選擇題

 1. B　 2. C　 3. C　 4. C　 5. A　 6. D　 7. B
 8. D　 9. A　10. B　11. B　12. D　13. C　14. A
15. A　16. B　17. C　18. B　19. A　20. A　21. B
22. C　23. B　24. D　25. C　26. B　27. A　28. A

1.  原住民的自然崇拜
  由「屋中央靜置清水一盤及杯子一只，此為從

一切汙穢清淨靈魂之意」，可知為西拉雅族的

拜壺信仰

2.  從部落到原住民
  A各族語言歧異度大，無法完全溝通　B依

據歸化的程度　C依據人類學方式對原住民

進行分類是始於日治時期

3.  清代臺灣移民
  A移墾社會多為外來人口移入，屬於社會增

加　B移墾社會游民多，在地化社會游民銳

減　D移墾社會為唐山祖，在地化社會為開

臺祖

4.  臺灣戰後的移民
  由「半個世紀的分離，恍如隔世」，可知應是

自 1949年撤退來臺的軍民與家鄉親人停止往
來與互動的情景　A清廷在 1895年割讓臺灣
予日後，兩岸人民仍有管道可互動　B八年

抗戰為 1937∼ 1945，不符引文的「天涯流落
半個世紀」　D移工來臺多是在 1980年代後

5.  日治時期臺灣人群的移動
  B多前往東南亞進行海外投資　C當時官營

移民多前往花東居住　D日治時期客家人遷

徙至東部，與其在西部擁有的土地較少有關

6.  移墾社會的現象
  諺語描述男子追求女子須有的條件，渡臺禁令

實施期間只准單身男子來臺，所以女子不多，

性別比例失衡下，男子只能使盡渾身解數才有

機會娶到老婆

7.  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的狀況
  1650年代統治臺灣的政權為荷屬東印度公司　

C《東番記》為 1603年明朝陳第觀察臺灣原
住民後寫下的作品

8.  清治後期臺灣對抗外國的態度
  根據題幹「由秀才封王，柱撐半壁江山」、「驅

外夷出境」，可判斷是讚許鄭成功

9.  清代臺灣人口移動的變化
  乾隆末期林爽文事件後，清政府開放攜眷來

臺，造成來臺人數大增　B清廷治臺後已廢

除遷界令及海禁令　C開港通商後臺灣社會

才轉變為在地化社會的型態　D此時尚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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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通商

10.  鄭成功攻臺
  資料一：由「居民受紅毛欺凌」可知臺灣為荷

蘭人所統治；資料二為鄭成功勸降揆一的言論

11.  霧社事件的影響
  文章所述的事件為 1930年霧社事件　A五年

理蕃計畫為 1910∼ 1914施行　C皇民化運
動是 1937年開始推行　D應是實施集團移住

12.  羅妹號事件
  A指的是美國　B南岬之盟起因於美國船員

遭臺灣原住民族殺害　C清廷積極治臺始於

日軍侵臺後

13.  新港文字
  西拉雅族人奉祀祖靈的場所為「公廨」，「紅毛

字」則是從荷蘭傳教士所習得，又稱新港文

14.  南島語族
  南島語族的分布範圍，東到復活節島、西至馬

達加斯加、南到紐西蘭、北到臺灣，在範圍內

者為夏威夷

15.  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
  霧社事件後，總督府實施大規模的集團移住政

策

16.  大甲西社事件
  清治時期，中部地區最大的一場原住民抗清事

件應是指大甲西社事件

17.  原住民文化
  泰雅族的 gaga意為祖訓或遺言，顯示泰雅社

會是遵守祖訓的群體。gaga以血緣、共約、
共祭、共勞為基礎發展而成，深深存在於族人

的生命之中。而泰雅族因分布地區遼闊，所以

gaga之意各有偏重不同，但仍不出以下四個
範圍：血族及地緣團體、祭祀團體、共食團體

和制約團體

18.  中華民國政府的山地政策
  1950年代，政府推動山地三大運動，「山地人

民生活改進」即為其中之一

19.  清代開山撫番
  沈葆楨在日軍侵臺後，向朝廷提出廢除渡臺禁

令及開山撫番的建議

20.  客家人的島內移動與區域分布
  桃竹苗一帶為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區，清治後期

至日治時期，客家人曾配合政策移往臺東、花

蓮等地開發

21.  開放攜眷來臺的政策
  由「凡民人欲赴臺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

給照載渡，編甲安插。」可判斷為主張開放攜

眷來臺

22.  荷治時期的政治發展

  1652年郭懷一事件後，荷屬東印度公司建造
普羅民遮城以加強控制

23.  軍政移民帶來的飲食文化
  1961 年，泰緬孤軍撤退來臺，也將當地的飲

食文化帶入臺灣。泰式酸辣海鮮麵 180＋雲南
粑肉米線 150＋雲南破酥包子 220＝ 550

24.  二戰後臺灣的移民
  泰緬孤軍泛指 1949∼ 1954年間，從中國雲南

退入泰國、緬甸北境的中華民國國軍。他們心

繫「反攻大業」，曾在韓戰前後兩度反攻到雲

南，成為中共的心頭大患。1961 年，緬甸政
府向聯合國施壓要這批軍隊撤出，他們因此撤

軍至臺

25.  荷治時期的宗教傳播
  在「新港文」出現以前，原住民族沒有自己文

字，因此從「他們沒有成文經典，也從未公然

宣稱自己的信仰」，可判斷是原住民族

26.  大航海時代的殖民發展
  A主要目的是通商貿易，獲得東方商品　C

此時殖民政權未著重在開發山林資源　D荷

蘭屬於基督新教國家

27.  臺灣的人口分布比例
  甲是原住民族；乙是福佬人；丙是客家人；丁

是外省人

28.  原住民族的語言
  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族，其他三者屬於漢藏語

族

 非選題

1.  原漢通婚
  原住民面對的挑戰與回應
  資料一為清廷企圖阻止原漢通婚的情形；資料

二：從「其實有 85%的閩南人、客家人具有
原住民血統」，可判斷為原漢通婚的結果

 
 （完全給分）提及「原漢通婚」相關概念
 （部分給分）僅提及「原漢關係」，可得 1/2
題分

 （不給分）未提及相關概念或未作答
2.  沈葆楨
  原住民面對的挑戰與回應
  沈葆楨力主開山撫番後，為鼓勵漢人開發內

山，廢除原本漢番隔離的政策，改鼓勵原漢通

婚

 
 （完全給分）提及「沈葆楨」
 （不給分）未提及相關概念或未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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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2.
集團移住的主要目的

（勾選一項）

判斷理由

（50字內）

□切斷各部落過去的恩怨

□以強制移民增加勞動力

□削減反抗總督府的力量

□灌輸皇民思想以利徵召

部落之間原有的往來被切

斷，重新配置的部落也無

法和其他部落建立合作關

係，以致原住民內部社會

關係瓦解

 3. 

 4. 

 5. B　
 6.  為理蕃及掌握山林資源／為教化原住民及掌握山林
資源／為去除原住民陋習及掌握山林資源

 7. C　 8. A　 9. C　10. B　11. B　12. D　13. A　
14. A

 1. 當今臺灣的原住民族運動，主要為正名運動及傳統
領域的劃設，其中傳統領域的問題可從日治時期談

起。1928年總督府頒布《森林計畫事業規程》，將
官有林野區規劃出部分土地做為「蕃人生活、移住

需要」的「準要存置林野」；1930年起，總督府再
以此為基礎，劃設出「蕃人所要地」，將原住民族

的部落生活範圍與傳統領域分離。戰後歷經數次更

名，成為「原住民保留地」。同時，總督府又透過

「集團移住」政策，將原居於深山的原住民遷移至

山腳地帶，合併為許多大型部落，導致族群分布的

重疊，進而出現引文所言「立霧溪的太魯閣族有許

多部落被嵌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的情況。解嚴

後，原住民陸續展開土地權利回復運動，政府曾與

原住民族承諾新夥伴關係，使原住民族的土地問題

從原本的保留地，轉變成重視傳統領域的劃分。故

此題正確答案為A

 2. 臺灣總督府開發山林資源時，早期以武力征伐山林
中的「蕃人」，後採取集團移住政策，將原住民遷

離原居住地，破壞原住民族部落間的連結，瓦解其

社會網絡，藉此削減原住民的原有勢力，達到降低

反抗統治的可能性，以利山林資源的開發

 
 （完全給分）勾選正確，並寫出判斷理由，
須包含以下 A、B兩項條件：A「切斷部落
間原有的聯繫」、B「瓦解部落內部的社會關
係」

 （部分給分）
  1-1勾選正確，判斷理由寫出 A、B任一項

條件，可得 2/3題分
  1-2未勾選，但判斷理由敘述皆正確，可得

2/3題分
 （不給分）未作答或答非所問

 3. 依據題幹敘述「集團移住的結果，不僅部落被撤離
原居住地，且多數部落遭到分割，還有許多部落被

嵌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造成賽德克族、太魯閣族

及布農族混居的情況」可知，太魯閣族因為集團移

住的政策，部分被移到了「布農族的傳統領域」，

所以由臺灣原住民族分布圖可知，圖上符合位於布

農族傳統領域的位置，就只有花蓮縣南部的點位，

太魯閣族的移動路線應該是由花蓮縣北部往花蓮縣

南部移動，如該圖中紅色路線（箭頭）所示

  

 
 （完全給分）箭頭路線起點和終點正確
 （部分給分）箭頭路線起點或終點其中一個
正確，可得 1/2題分

 （不給分）與答案無關或未作答
 4. 1626年，西班牙船隊航行至臺灣東北角，登陸後
將該地命名為與家鄉相同的地名─「Santiago」，
漢音譯為「三貂角」；「大肚」位於今臺中市，地

名源於平埔族巴布拉族（Papora）中的大肚社名
「Tatuturo」，故線段應指向原住民族地名；「安平」
位於今臺南市，在荷蘭時代稱「大員」，1662年鄭
成功把荷蘭人逐出臺灣後，援用鄭氏家鄉地名（晉

江縣安平鎮），將熱蘭遮城改名為「安平」，故線段

應指向漢人原鄉地名

 
 （完全給分）大肚與安平的連線箭頭完全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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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給分）大肚或安平的連線僅有一線正
確，可得 1/2題分

 （不給分）連線皆有誤或未作答
 5. 題幹關鍵訊息為通事「負責傳達官命、收繳稅餉和
分配差役」。1898年，兒玉源太郎出任臺灣總督後，
官方大量擴增警察數額，欲以雄厚警力鎮壓抗日運

動，而警察的任務即包含收稅等事務　A社商設立

於荷治時期，與贌社制度有關　C買辦為受僱於外

商的華人，協助其進行在華的商貿事務　D通譯為

翻譯人員，沒有收繳稅餉和分配差役的權力

 6. 題幹關鍵訊息為「總督府為加強山地部落的管理，
將吳鳳塑造成感化原住民的角色」。1910年代，臺
灣總督府重修吳鳳廟，並頒發「殺身成仁」匾額，

目的是為配合當時的理蕃計畫。透過壓制原住民，

使其服從日人統治，並放棄獵首習俗，以順利開發

廣大山林資源

 
 （完全給分）政治和經濟目的都能正確說明
 （部分給分）

  1-1完整寫出其中一個政治或經濟目的，可
得 1/2題分 

  1-2寫出政治和經濟目的，但說明不完整，
可得 1/2題分

 （不給分）答非所問或未作答
 7. 本題測驗主題是臺灣地名的淵源。「左營」之名，
起於鄭氏時期，鄭成功所採取的軍屯；「五結」之

名，起於清治時期，漢人在噶瑪蘭地區開墾所採取

的結首制；「萬華」之名，起於日治時期，日本人

因為艋舺的臺語發音，類似日語發音漢字的萬華，

故而改名；「光復」原名馬太鞍，1947年中華民國
政府成立光復鄉，意指光復後新設立的鄉鎮。故依

照出現的時間順序，應是丙、丁、甲、乙

 8. 本題測驗主題是影響清代臺灣各族群分布的因素。
題幹中「臺灣客籍居民主要從閩粵內陸的丘陵、盆

地和河谷平原區移來」，是本題解答的關鍵字句。

客籍居民會選擇與原鄉生活環境較為類似的丘陵、

盆地、河谷平原區，而非選擇海邊地區，而臺灣的

丘陵、盆地、河谷平原大多位居內陸，因此居住空

間便有向內陸集中的趨勢，故答案應為A

 9. 由題幹可知，在清朝治臺初期即出現與「熟番」無
關的村落名，如萬丹社；故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

看，應與鄭氏時期在屏東地區的軍屯有關　A由資

料二可知萬丹「社」與熟番無關　B義民信仰要到

清朝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後才逐漸形成　C從資料

二可知，「後勁社」、「左營社」的地名出現，與鄭

氏的軍屯有關　D由資料二可知，與民間信仰無關

10. 1624至 1662年荷蘭統治臺灣的 38年期間，部分原
住民服從荷蘭統治，例如新港社原住民。亦有部分

原住民不服統治，例如雲林縣境內的華武 社，可

見並非所有原住民都服從荷蘭統治。故在鄭成功攻

臺後，有部分原住民族協助荷蘭攻打鄭軍，也有部

分原住民展開反荷行動，對荷人的態度從順從轉為

輕視，甚至開始殺害荷蘭人

11. 清朝時平埔族發生四次遷徙。第一次是中部平埔族
遷徙至蛤仔難；第二次是中部道卡斯等五族遷徙至

埔里盆地；第三次是高雄、屏東地區的平埔族人遷

徙至臺東、花蓮；第四次是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遷

徙至花蓮地區　A沈葆楨時期分北中南三路開山

撫番，但未從宜蘭再往花蓮，也未繞屏東前往臺東　

C馬關條約後，日本自北部登陸接收臺灣，一路往

南掃蕩　D樟腦開墾應往深山前進，應不會出現東

部沿海岸線開發的路線

12. 本題主要是測驗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引文內容雖
提到何謂「熟番」，但整段文字主要說明熟番的收

入有限，丁餉、公差難以負荷，為了紓困往往把草

埔、鹿場賣給漢人，即明白指出熟番土地流失的原

因，故正確答案為D

13. 本題為史料判讀題，測驗主題為荷人在臺的殖民統
治。題幹敘述中，關鍵訊息為「駐守臺灣的長官從

位於臺灣南部的政治中心出征」、「船隻沿海岸向南

航行」，根據政治中心位於臺灣南部，而清朝統治

後期政治中心已移至臺北，可知為清朝統治前期之

前的情況，故首先可以排除D。其次，根據船隻從

臺灣南部向南航行，可知其出征目的地應在東海岸

花蓮、臺東一帶，而大肚王國位於臺灣中部，海盜

蔡牽活躍於臺灣海峽、淡水、宜蘭一帶，兩者皆應

為向北航行，故可以再排除B和C。綜合以上兩

點，判斷出正確答案應為A

14. 本題為史料判讀題，測驗主題為臺灣原住民的生活
變遷。題幹敘述中，提及村社的有三處：「在東岸

某村社整補」、「攻擊山區另一村社後撤軍」、「在西

岸海邊某村社露宿，社民以米飯、豬肉和雞肉款

待」，根據其中社民以米飯款待的情況，可判斷有

村社應已經發展出稻作農業，故正確答案應為A。

此外，BC資料並未提及不同村社間的互動情況；

D資料也沒有提及村社土地制度的情況，故皆不符

合

1.  BD
  日治時期的社會運動
  臺灣同化會是 1914年日本伯爵板垣退助與臺

灣仕紳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等人所創立，

目的在消除日本人對臺灣人的差別待遇


